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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三维打印装备与制造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四次会议在宁召开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下午，江苏省三维打印装备与
制造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四次会议在南京市
栖霞区金港科技创业中心召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主任、清华大学颜永年教授等专家学者、南京师范
大学田立新副校长、科学技术研究院高洪俊院长、电
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宋清涛书记与王恩荣院长以及重
点实验室师生等 ３０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科
学技术研究院马洪正副院长主持。
科学技术研究院高洪俊院长致欢迎辞，重点实验
室主任杨继全教授作了实验室上一年度工作汇报。学
术委员会专家分别对实验室年度工作报告、２０１６ 年度
开放基金申请项目和 ２０１５ 年度开放基金结题项目进

行了审议。专家们对上一年度实验室工作取得的进展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人才团队培养和交流，特别是
博士生的培养和人才引进、生物三维打印研究方向的
进一步凝练、原创性更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发表等方面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田立新副校长对实验室下一步的建设与发展进行
了指导，并提出殷切期望。他希望重点实验室能够放
眼全球，研制出具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力的核心产品，
并在与三维打印相关的学科建设方面有所建树；在服
务社会的同时，注重三维打印的基础理论研究，更加
深入地贯彻学校“顶天立地”的发展战略。

2016 增材制造（3D 打印）产业创新峰会在泰州召开
会、台湾三维列印产业协会的相关领导以及北京师范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专家学者
和全球领域顶尖 ３Ｄ 打印产业链相关企业代表等 ３００ 余
人参与了本次盛会，也共同见证了增材制造 （３Ｄ 打印 ）
公共服务平台的正式上线。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
宏任强调，随着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的贯彻实施，智能制造
各领域的技术路线图和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的相继推
出，增材制造迎来了加速发展的难得时机。要积极发
７ 月 １６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
挥全社会的合力，特别是企业的主体作用，围绕培育
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工信教培 （ 北京 ） 科技发展中心、
中国制造竞争新优势，既要瞄准世界产业技术发展前
泰州国泰智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中国电子商务
沿，加强增材制造等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研发，又要
协会电子商务推进中心、江苏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加快成果推广运用和产业化进程，促进创新链和产业
管委会、泰州双创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协办，金仁宝集
链紧密联结，以个性化定制满足广阔市场需求，降低
团、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支持的 ２０１６ 增
能源资源消耗，推动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培育新
材制造 （３Ｄ 打印 ） 产业创新峰会在泰州国际金陵大酒
动能新产业。
店成功举办。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商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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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罗民表
示，通过促进 ３Ｄ 打印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和普及，能
够让更多的行业、企业能够下沉到新的产业链条，开
拓蓝海领域；变革生产方式和流程，谋求转型提升；
培育 ３Ｄ 打印特色文化，激发社会双创活力。

本次会议中，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
新金宝集团与泰州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三
方将共同搭建 ３Ｄ 打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泰州作为
示范基地面向全国培养大量 ３Ｄ 打印人才，为增材制
造 （３Ｄ 打印 ） 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作出贡献。

泰州市常务副市长卢佩民表示泰州市目前正研究
出台专门针对 ３Ｄ 打印产业的扶持政策，借助增材制
造 （３Ｄ 打印 ） 公共服务平台的落地以及 ３Ｄ 打印创新峰
会的举办，大力推动 ３Ｄ 打印应用技术与泰州传统行业、
特色产业对接，为泰州发展提供新动力、构建新支点、
开辟新途径。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金仁宝集
团、康得新股份、工信教培等单位发起成立的工业和
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增材制造 （３Ｄ 打印 ） 研究
院在峰会上揭牌成立，并正式启动《２０１６ 增材制造 （３Ｄ
打印 ） 产业发展报告》的编制工作，同时，３Ｄ 打印“双
创”大赛也在会上正式启动。

会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增材制造 （３Ｄ 打印 ） 公共
金仁宝集团新金宝 ＣＥＯ 兼三纬国际董事长沈轼荣、
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３Ｄ 显示事业群副总裁 服务平台，全球领先的 ３Ｄ 打印技术、作品及 ３Ｄ 打印
张飚等众多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上市公司企业领袖出席 创新教育解决方案—创梦实验教室等令参观者拍手叫
绝、叹为观止。
会议并演讲。

南京三维打印学会召开第一届四次理事会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南京三维打印学会在浦口区“南
京工大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召开学会第一届四次理事
会。
会议由学会秘书长邱云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学
会理事长杨继全教授、学会副理事长汤文成教授、黄
筱调教授、田宗军教授、陈增国、陈荣生、杜宁宁及
部分理事，共 ２３ 人。
邱秘书长首先传达了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工作的
精神，解读了《南京市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
文件。强调学会各副理事长及理事的工作责任。

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加入。（３）力求建立学会联
合体。加强相近相关专业合作交流。（４）加大学会
未来承担的政府转移性工作。力求申报国家项目。（５）
加强学会品牌建设。
接着，学会副理事长陈增国介绍了“双创双十二
活动”的工作筹备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田宗军教授介绍了《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 ２０１７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学会理事单位何总介绍了学会
网站的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学会结合南京市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就今
后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杨继全理事长总结了学会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工作情
况，对学会未来发展提出一下几点：１）应市科协要
会议结束，学会副理事长黄筱调教授带领大家参
求加强学会的党建工作。（２）加强学会会员引进力度， 观了“南京工大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积极发展个人会员与企业会员、吸引推荐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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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被联合国列为几大全球安全威胁之一
最近几年，尽管 ３Ｄ 打印技术应用在全世界快速
扩展，但是很多人对于 ３Ｄ 打印技术可能产生的破坏
性仍然心存忧虑。近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次
针对全球武器扩散问题的讲话中，将 ３Ｄ 打印技术与
其它多项技术一起列为能够被恐怖分子利用、有利于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以及其它生物性和技术性威
胁的技术。
潘基文先生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不扩散大规模
杀 伤 性 武 器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进行辩论时作此发言的，他还并
提醒在场的世界各国代表，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
联合国的创始原则之一。“我呼吁所有国家把重点放
在一个压倒一切的真理上：要防止这些武器所导致的
对人类、环境和现状的破坏，只有通过消除 （ 这些武
器 ） 才能一劳永逸。”潘基文说。“我们——国际社
会——必须确保裁军和不扩散体制得到普遍和完全的
执行，同时又使其足够弹性和灵活，以应付不断变化
的环境。”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还讨论了由于科技的滥用而
出现的全球威胁。在数字世界里，他宣称，不可避免
地会出现对人类安全的新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对其作
出反应。“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工智能、３Ｄ 打印和合

成生物学都有大规模破坏的潜在可能性。”他说。“这
些新兴技术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间的联系需要 （ 世
界各国 ） 密切审查并采取行动。”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中，潘
基文先生并不是唯一一个将 ３Ｄ 打印这样的数字创新
视作潜在恐怖威胁的人。美国弗吉尼亚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ｓｏｎ
大学的生物防卫研究生项目主任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Ｋｏｂｌｅｎｔｚ 同
样警告 ３Ｄ 打印在数字技术恐怖主义中发挥的作用。
Ｋｏｂｌｅｎｔｚ 补充道，３Ｄ 打印无人驾驶飞机为恐怖分
子攻击或者刺探核设施、化学物质储存地点提供了低
成本的机会，而且理论上还可以加载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据称 ＩＳＩＳ、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对于无人机技
术的兴趣已经不是秘密。除此之外，可以规避安全扫
描仪的 ３Ｄ 打印也可以用于小规模的恐怖袭击。虽然
目前这种枪对于使用者来说同样危险，但是对于自杀
式袭击者来说这并不是大问题。而且 ３ｄ 打印机可以
让那些处于恐怖分子监视名单上的人用于制造他们无
法获得的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用什么来防止 ３Ｄ 打印技术带来的
威胁 ？ 尽管潘基文或 Ｋｏｂｌｅｎｔｚ 并没有呼吁立法来反对
３Ｄ 打印抢支，但是建立适当的应对体系已经势在必行，
请关注南极熊 ３ｄ 打印网。

新西兰正使用价值百万的 ３Ｄ 扫描仪收集士兵身体数据
不久之前，美军正尝试通过 ３Ｄ 扫描“轻量化”士
兵装备的消息。现在，新西兰也展开了类似的行动 —
目前，该国国防军正在对他们的 １１００ 名士兵进行 ３Ｄ
扫描，而事实上，这项工作在 １８ 个月之前就已经开
始进行了。

这项大规模工作的主角 — ３Ｄ 扫描仪是由德国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公司研制的 Ｖｉｔｕｓ ＸＸＬ。这款扫描仪
有 ２ 米多高，不但速度很快，完成对 １ 个人的扫描仅
需 １０ 秒，而且精度很高，误差不会超过 １ 毫米。而
正因为如此，它的价格也很高，为 ３０ 万新西兰元。（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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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１４３ 万元人民币）在实际进行时，士兵会接受 ２ 次
扫描，一次只穿紧身内衣，另一次则全副武装。扫描
仪的红光激光器会上下来回扫描他们的整个身体，直
到创建出完整的 ３Ｄ 模型。
使用 ３Ｄ 扫描仪为军方带来的最明显好处就是测
量工作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了。要知道新西兰国防军
最近一次对士兵进行身体测量还是在 １９６５ 年。当时，
他们的方法是用卷尺和皮褶卡钳进行人工测量。这种
方法非常费时，仅仅测量 １ 个人就需要大约 １ 小时。

“目前，新西兰海陆空三军的总共拥有 １４，２７７
名军事人员。通过 ３Ｄ 扫描，我们就能获得他们体型
和尺寸的准确数据，从而理解这些数据是怎样随着时
间的推移变化的，而这将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装备采
购中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扫描任务的负责人 Ａｎｄ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表示。

除了为士兵制造合适的服装和装备，这项扫描还
有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军方确定士兵与某些武器平台
在尺寸上是否兼容，从而将他们合理分配。举例来说，
军方的 ＲＮＺＡＦ 直升机就不能容纳所有可能的体型。如
果某些成员某些部位，如胳膊太长或者太短，飞机就
无法很好地得到全方位控制，而这必定会对飞行造成
影响。

俄罗斯正研发太空 3D 生物打印机
继美国、中国之后，俄罗斯现在也加入到了
太空 ３Ｄ 打印技术开发者的行列中了。不过他们想的
更远，不仅希望能在太空 ３Ｄ 打印，而且希望是生物
３Ｄ 打印。近日南极熊就获悉，该国联邦航天局旗下的
国有企业联合火箭航天公司（ＵＲＳＣ）就宣布，他们已
经与该国的 ３Ｄ Ｂｉｏ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３ＤＢＳ）公司正
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发一款能够在低重力环
境下使用的磁性生物 ３ｄ 打印机。
这款待开发的 ３Ｄ 生物打印机将主要用于打
印组织和器官，协助科学家研究如何帮助需要长期在
太空中生活的宇航员应对宇宙辐射等不良影响。根据
计划，这款机器有望在 ２０１８ 研制成功，然后被送到
国际空间站投入使用。
这个项目中的科研部分将由 ３ＤＢＳ 的科学总
监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Ｍｉｒｏｎｏｖ 负责，而这家公司南极熊之前也
曾报道过 — 他们在 ２０１５ 年首次 ３Ｄ 打印出了甲状腺
并成功其移植到了老鼠身上。
３ＤＢＳ 公司的 Ｙｏｕｓｓｅｆ Ｈｅｓｕａｎｉ 认为，由于可
以为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开发新技术提供一种十分独
特的环境，这个项目可能同时影响到地球上的医疗技
术，比如提高人工组织和器官行业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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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用 ３Ｄ 打印为美国残奥会运动员定制轮椅

在短短几天内，２０１６ 年夏季奥运会将在里约热内
卢拉开序幕。几周之后，他们还将在该城市举办 ２０１６
届残奥会。残奥会将于 ９ 月 ７ 日开始，一直持续到 ９
月 １８ 日。残奥会包括多个轮椅型运动项目，如赛车、
舞蹈、篮球、网球、击剑等。这些项目的竞争就像奥
运会一样激烈。除此之外，运动员每年所使用的辅助
技术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设备的设计中，车辆因素的比例有所下降，更多的是
一种对身体的延伸。

汽车制造商宝马的创意顾问 Ｄｅｓｉｇｎｗｏｒｋｓ ＵＳＡ，是
美国奥委会流动性的官方合作伙伴。２０１４ 年，他们为
美国雪橇队设计的雪橇在索契冬奥会上为雪橇队赢得
了三枚奖牌。他们今年设计的竞速轮椅与在过去的比
赛中使用的轮椅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此刻，这微小的
今年，３Ｄ 打印技术将在残奥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改变是微妙和巨大的。
作为自行车手的 Ｄｅｎｉｓｅ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 将成为用 ３Ｄ 打印假
开始设计时，他们会 ３Ｄ 扫描一个运动员的轮椅，
肢来参加比赛的第一个运动员。美国残奥会田径队将
然后创建一个可以模拟空气动力学变化的 ３Ｄ 计算机
使用一种采用尖端的 ３Ｄ 扫描和 ３Ｄ 打印技术设计的气
模型。３Ｄ 建模方法是对减少阻力的一种新的尝试。通
动竞速轮椅来比赛。宝马 Ｄｅｓｉｇｎｗｏｒｋｓ 项目同参赛团
过对轮椅的结构进行细小微妙的改变，能够减少大约
队合作，为每个运动员定制比赛所需的轮椅。在每个
百分之十五的阻力。
“这不一定是运动员们的一场革命，但你想给他
们提供每一个小的优势，”Ｄｅｓｉｇｎｗｏｒｋｓ ＵＳＡ 的副主任
Ｂｒａｄ Ｃｒａｃｃｈｉｏｌａ 在接受 Ｆａ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采访时说。
设计工作室对每一位运动员进行全身扫描，用以
设计完美满足每个车手身体的轮椅，并且根据车手的
习惯来安装坐位。耐用、轻巧的定制 ３Ｄ 打印手套使
车手们更加如虎添翼。Ｃｒａｃｃｈｉｏｌａ 说这个想法，不是
给美国队提供新的增强性能的技术，但该设备可以让
运动员们的发挥出他们的天赋技能。
新的轮椅使用碳纤维而不是传统的铝来打造。碳
纤维给车身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刚度，有助于吸收冲击，
并保持车轮正确对齐。新旧轮椅之间的差异是微妙的，
但这对运动员的表现和舒适性有很大的影响。在九月
份的残奥会开始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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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集团为 3D 打印家电拟定新标准
海尔集团创业于 １９８４ 年，是全球大型家电第一
品牌，目前已从传统制造家电产品的企业转型为面向
全社会孵化创客的平台。在互联网时代，海尔致力于
成为互联网企业，颠覆传统企业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
变成网络互联中的节点，互联互通各种资源，打造共
创共赢新平台，实现攸关各方的共赢增值。
前不久，海尔又牵头制定一项国家标准，但这次
不是家电领域，而是 ３Ｄ 打印。从 ２１ 年前率先将 ３Ｄ
打印技术应用到家电领域，到如今搭建服务平台，探
索 ３Ｄ 打印技术与个性化定制的结合，海尔在 ３Ｄ 打印
领域走在了行业前端。
海尔牵头制定的首个 ３Ｄ 打印云服务平台国家标
准——《增材制造（３Ｄ 打印）技术云服务平台模式规
范》正式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立项公布，将用以
规范 ３Ｄ 打印技术云服务平台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
促进该领域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其实，早在 １９９５ 年，海尔就率先在中国家电行
业利用 ３Ｄ 打印技术直接制作零部件模型，为家电新
产品研发提供服务。３Ｄ 打印技术能够有效地缩短新产
品研发周期达，降低研发成本，而且大大提高研发的
成功率。
随着 ３Ｄ 打印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加快探索将
３Ｄ 打印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
求，２０１２ 年底海尔成立了专门的 ３Ｄ 打印团队。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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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完成国内首个面向高端家居家电产品的 ３Ｄ 打印
个性化定制云服务平台：天马行空网。
在青岛市自主创新重大专项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等资金支持下，还搭建完成了 ３Ｄ 打印微工厂，
目前拥有国际上最先进的工业级 ３ｄ 打印机 ４ 台，打
印材料涵盖金属、光敏树脂、尼龙等，为集团内外用
户提供产品研发和个性化定制服务支持。
近几年，海尔在家电 ３Ｄ 打印上的探索也备受瞩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海尔在上海家博会上率先推出了全球首
台 ３Ｄ 打印壁挂式空调；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国际家电展 （ＩＦＡ）
上海尔又推出 ３Ｄ 打印柜式空调，首次实现了功能和
结构打印。将 ３Ｄ 打印技术在家电上的应用往前推进
了一大步。
用户可以自由选择空调的颜色、款式、性能、结
构等，甚至把自己的喜好等个性化元素打印到空调上，
比如姓名、照片等打印到空调外壳上。
如今，随着 ３Ｄ 打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基于 ３Ｄ 打印的定制服务平台也越来越多，这些平台
由于能够满足用户对产品及服务个性化、高端化、定
制化的需求，因而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目前存
在无序竞争、缺乏行业标准规范等问题，这也是海尔
提出制定国家标准的原因。而海尔提交的另一项 ３Ｄ
打印相关标准，预计下半年将有新进展。

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软硬件结合 随形冷却技术迎来黄金发展期
水道减少了 １４％ 的注塑时间以及 １６％ 的总成本。
该制造工艺是一种端对端的制造解决方案，将虚
拟的数字世界和现实的物质世界完美地集成在一起，
这些都是通过 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的产品才得以实现。
“软件强大的设计功能充分发挥了 ３Ｄ 打印性能，
打印出表面光滑、无需太多后续处理的高密度金属部
件，为制造定制冷却道的模具提供了绝对可靠的解决
方案。”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首席执行官 Ｂｅｎ Ｓｔａｕｂ 如是说。
自动化设计及分析
自注塑模发展之初，如何使模具在生产过程中保
持恒温就一直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为保持恒
温环境，制造商们先后使用了隔水片、点胶口、热流
道等，甚至使用多板结构来增加复杂的钻孔。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随形冷却 －－ 设计出与部件
轮廓一致的冷却通道一直被认为是控制注塑恒温环境
的解决方案。然而随形冷却增加了模具制造的设计难
度及制造复杂度，使得大部分工厂都对其望而却步，
但是 ３Ｄ 打印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为这种冷却方式提供
完美的解决方案。
美 国 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 司 在 注 塑 制 模 过 程 中 采 用
３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进行随形冷却，缩
短了注塑时间，同时使模温保持恒定 ； 设计及生产时
间的缩短产生了较大的效益。
绝对可靠的办法
Ｂａｓｔｅｃｈ 是一家位于俄亥俄州的公司，专为增材制
造服务业及设备销售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Ｂａｓｔｅｃｈ
一直在努力寻找保持恒温的办法，并相信已经找到了
更简单、更高效、更经济的解决方案。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
是 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的授权金牌合作伙伴，其研究工作
得到了 ３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的大力帮助，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为其
提供了最新的 ３Ｄ 打印技术和专业知识。
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这一点在最近两次测试的记录中得到了体现。
基 于 ３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 司 的 Ｃｉｍａｔｒｏｎ 模 具 制 造 软 件 及
其 ＰｒｏＸ２００ 金属打印机。通过运用 ３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合作伙
伴 －－Ｍｏｌｄｅｘ３Ｄ 的软件进行随形冷却仿真设计，并使
用 ３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 司 的 Ｇｅｏｍａｇ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 软 件 对 ＤＭＰ 金
属打印部件进行检验。
采用 Ｃｉｍａｔｒｏｎ 的模具设计制造出的复杂随形冷却

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的第一次测试是对两个体积、尺寸
和设计结构极其相似的零件进行比较。其中一个部件
有 ３Ｄ 打印的随形冷却道型芯，； 而另一个部件则是标
准的螺旋隔水片结构，采用传统方法制造而成。
随 形 冷 却 设 计 使 用 了 Ｃｉｍａｔｒｏｎ 软 件。Ｃｉｍａｔｒｏｎ
是一款专业的 ＣＡＤ／ＣＡＭ 软件，该软件涵盖了模具制造
的整个周期 －－ 从报价到设计，工程变更，以及 ＮＣ 和
ＥＤＭ 编程。Ｃｉｍａｔｒｏｎ 的最新版本包含了冷却设计和分
析功能，这两种功能既支持传统钻孔冷却水道，又支
持 ３Ｄ 打印技术制造出的随形冷却水道。
通过集成的 Ｍｏｌｄｅｘ３Ｄ，Ｃｉｍａｔｒｏｎ 公司的注塑模设
计师可以对注塑过程进行自动化分析以优化冷却水道
的布局。
Ｓｔａｕｂ 说，Ｃｉｍａｔｒｏｎ 和 Ｍｏｌｄｅｘ 的完美集成缔造出
专业级软件，可帮助经验不太丰富的工程师创造出更
好的设计。当前对经验丰富的工匠出现了求大于供的
情况，因此这一款软件出现得太合时宜了。
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的工程经理斯 Ｓｃｏｔｔ Ｙｏｕｎｇ 补充道，
３Ｄ 打印设计需要对结构支撑设计有所了解，以创造出
最符合客户需求的设计方案，并降低材料成本，减少
打印时间。这一专业知识已被构建在 Ｃｉｍａｔｒｏｎ 软件中，
我们的设计师不必再在 ＣＡＤ 软件包中不停浏览寻找复
杂的内部水道，只需专心考虑自己的设计方案就可以
了。
大幅节省时间和缩短交付周期
锥形螺旋是 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的第一个基准测试对象，
该锥形螺旋位于空间锥面内部，主要用于工业装配。
通过旋转泪滴状结构使螺旋的一端与其核心外表面平
行，并与其保持恒定距离，从而制造出随形冷却水道。
通过使横截面沿着锥形螺旋转动，Ｂａｓｔｅ 成公司可设
计出这一复杂几何结构，而 ＰｒｏＸ ＤＭＰ ２００ 打印机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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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构一次成型。

随性冷却的成本节约

对 ３Ｄ 打印模具进行设计花了两天时间，将设计方
案在 ＰｒｏＸ ＤＭＰ ２００ 打印机上打印出来花了三天时间。
为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将模具的 ３Ｄ
打印与 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其他工程所需部件进行了充分的
结合。

在第二次基准测试中，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设计了一个
由完整芯、腔和斜面构成的模具组合，并进行 ３Ｄ 打印。
在这次测试中，我们的目标是使传统设计模具与随形
设计模具保持一样的温度，看一下它是如何影响冷却
效果和循环时间的。

利用 ３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的光固化成型技术并使用马
氏体时效钢在 ＰｒｏＸ ＤＭＰ ２００ 打印机上打印出的带有随
形冷却水道的模芯嵌件。

结果显示，在随形冷却设计过程中，大大减少了
编程、加工及抛光时间，同时完全省去了 ＥＤＭ 工序。
Ｃｉｍａｔｒｏｎ 软件使随形冷却模具的设计时间从 ３０ 小时
缩短到了短短的 ７ 个小时，３Ｄ 打印模具可节省 １６％ 的
成本，约为 ￥２，５０５ 美元。

ＰｒｏＸＤＭＰ ２００ 打印机是一种能够替代传统制造工艺
的成本合理的选择，它可以减少浪费，加快制造速度，
缩短准备时间，可制造出致密金属部件，而且能打印
传统模具的冷却时间为 １０．５ 秒，而随形模具的冷
复杂的组件。
却时间仅为 ７．５ 秒，循环时间缩短了 １４％。
斯托布说，它是一种可以提高我们铸造能力的工
具。它赋予我们更高的周转加工能力，并可以解决工
厂中遇到的瓶颈难题。使用 ＰｒｏＸＤＭＰ ２００ 之后，直接
省去了 ＥＤＭ 和钻孔工序，每个模具制造可节省 ３０ 到
４０ 小时的时间，而且大大减少了 ＣＮＣ 和抛光作业量。
逆流式螺旋芯采用 Ｃｉｍａｔｒｏｎ 软件进行设计和分
析，利用 ＰｒｏＸ ＤＭＰ２００ 打印机进行 ３Ｄ 打印，可节省
４０ 多个小时的编程和加工时间。杨说，将所有的成本
都算在内，３Ｄ 打印的螺旋芯比传统方法制造的螺旋芯
可净节省 ￥１，７６５ （１８％） 美元。
更重要的是，在运行过程中随形冷却模具可保持
更低的温度，并可节省 ２２％ 的循环时间。
斯托布说，在注塑制模中，循环时间处于最重要
的地位，位居第二的是稳定控制温度的能力。
杨说，温度控制得越稳定，铸造的部件质量就越
有保证。没有了温度变化引起的变形，缩短了循环时
间缩短，使得模具的性能得到了巨大改善。

杨说，即使在传统冷却设计与随形冷却模具设计
温度保持一致的情况下，随形冷却设计可使更多液体
流经更大面积的表面，因此可以更有效地对模具进行
冷却。
重大的底线效应
杨说，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寻求更好的冷却技术，
现在我们有软件可以帮助模具制造者更好地布局型
腔、型芯和镶件的位置，然后用直接金属打印技术将
设计图打印出来 ．
斯托布说，传统冷却技术对注塑制模没有什么更
好的解决办法。你只能在某几个位置钻孔，而不能像
３Ｄ 打印的随形冷却水道那样，可到处钻孔。在随性冷
却设计中我们终于不再需要作出妥协了。
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得到俄亥俄州和戴顿大学研究院资助
购买了 ＰｒｏＸ ２００ ＤＭＰ 打印机，因此该公司的任务之一
就是与工业界分享成果。斯托布希望 Ｂａｓｔｅｃｈ 公司的
基准测试可以向各种规模的工厂说明有绝对可靠的、
端对端的解决方案可以实现随形冷却。
他说，很多工具制造商都将采用 ３Ｄ 技术来改善
自身的运营。我们愿意向其他工厂分享我们的成功，
并让他们知道 ３Ｄ 技术不仅能为他们带来成功，而且
这种成功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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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领衔 ３Ｄ 打印全球首只自驱动柔性章鱼机器人
一支由美国哈佛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近日在著名
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介绍了他们
利用 ３Ｄ 打印技术制作出的一个柔性自驱动章鱼机器
人。如果发展成熟，这类软体机器人可执行许多由英
制材料制成的传统机器人无法完成的任务。

原型，并非是为了执行某种特定任务而设计。目前，
１ 毫升燃料最多能支持它活动 ８ 分钟，但通过进一步
改进控制系统，未来，这个时间应该可以再提高。另外，
如果采用新的肢体设计，它还有望完成更复杂的动作。

这只 ３Ｄ 打印章鱼机器人是由硅橡胶制成的，拥
有 ８ 条触手，虽然高度不到 ２ 厘米，但却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其内部搭载了控制系统和燃料箱，能够实
现一定程度的自主驱动。其运作方式大致如下：首先，
作为燃料的过氧化氢溶液注入；然后它会与催化剂铂
发生反应，生成水和氧气；接着，氧气会在控制系统
协调下被传递到特定区域，从而以气动方式驱动章鱼
的触手活动；而最后，这些气体会通过排气孔从机器
人体内释放。
论文的报告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学者罗伯特·伍
德表示，这条 ３Ｄ 打印章鱼只是一个用来展示的技术

安徽完成首例 ３Ｄ 打印辅助全膝关节置换术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安徽省中医院完成了该省首
例 ３Ｄ 打印辅助的全膝关节置换术。术后仅 ２４ 小时，
患者就已经可以下地活动了。

武说，其实，３Ｄ 打印并非“主角”，它只是手术精准
定位的“助手”而已。

“简单地说，就是根据患者关节实际情况‘量体
８ 月初，骨二科副主任医师周章武坐诊时，一位 裁衣’，打印出 １：１ 模型和截骨导板，辅助手术顺利
７５ 岁的老太太被女婿背进了诊室，面带痛苦，低声呻 进行。”周章武介绍道。全膝关节置换术并不是真的
吟着。将老太太安放在检查床上，掀开长裤，周章武 取出整个关节，而是将因为磨损而“坏”了的膝关节
看见，她两条腿的膝关节严重变形，向外翻得甚至已 面切除，换上一层“金属套”。手术过程中，需要将
略显畸形。“这是双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也就是常说 骨质增生切除，并将骨头末端“打磨”成与人工关节
的骨质增生性关节炎，属于关节提前老化。”周章武 相匹配的形状，这就是截骨。截骨是否精准直接影响
介绍，老太太患病 ３５ 年，一直没有规范治疗。直到最近， 手术效果。
双膝疼痛难忍，甚至难以行走，她才肯来看病。
医生要先对患者的双下肢进行扫描，获取骨骼数
“她的病情非常严重，必须把两个变形的膝关节 据，传至 ３ｄ 打印机。利用 ＣＡＤ 软件“建模”设计，打
都换了才行。”周章武说道。由于老太太有心脏病， 印出与“实体”１：１ 的 ３Ｄ 模型。传统手术，医生在开
对手术“不耐受”，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手术安全， 刀前无法看到关节全貌，只能凭借经验截骨，现在有
征得家属同意后，手术团队决定利用 ３Ｄ 打印技术来 了 ３Ｄ 模型，不仅能直接查看患处，制定手术方案，还
辅助手术。不到 １ 小时，一个全新的人工关节就被严 能在术中手拿着进行比照。
丝合缝地置入患者体内，比传统手术时间至少缩短了
利用骨骼“大数据”，同时被打印出来的 ３Ｄ 材
半小时。
料还有截骨导板，有了它，无需钻开骨髓“人工定位”，
３Ｄ 打印并不算“新鲜”，其在医学上的应用也早 医生就能精确截骨。３０－６０ 分钟，人工关节就置换成功，
有尝试，牙齿、肝脏、心脏甚至是胎儿都能打印出来。 严丝合缝、不差毫厘。
那是如何利用 ３Ｄ 技术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呢？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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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中，为啥要用 ３Ｄ 打印材料做“助手”，与
传统手术方式比有哪些好处？周章透露了一个关键
词：精准。
他介绍，传统手术凭借经验截骨，可能会存在尺
寸不吻合的情况，这会影响患者的下肢力线，“生活
中常能看到一些人是 Ｏ 形腿、罗圈腿，若是下肢力线
没有重建，这种情况就无法得到完全矫正。”而利用
３Ｄ 打印辅助技术，结合骨骼“大数据”，截骨尺寸及
其精准，误差小于 ０．０１ 毫米。
“精准还表现在定位上，这是保证人工关节严丝
合缝被置入的关键。”周章武介绍，和过去需要钻开

科研动态

10

骨髓腔插入“测量杆”进行髓内定位不同，截骨导板
只要放在关节表面就能精准定位，避免过多分离组织，
创伤小、出血少，手术时间至少能缩短半小时。术后
恢复快，２４ 个小时后就能下床活动，传统手术至少需
要 ３ 天；术后 ３－５ 天后就相当于以往术后 ８－１０ 天的
恢复程度。
３Ｄ 打印辅助全膝关节置换术适合重症、年迈体弱
等患者，与传统手术的费用相差不多，为 ５ 万元 ／ 个。
“现在正研究 ３Ｄ 打印人工关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需要进行关节置换术的患者可以‘私人定制’，打印
专属自己的人工关节。”周章解释说。

江苏省三维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 主办
江苏省三维打印装备与制造重点实验室 南京三维打印学会 承办
２０１６ 年８月

